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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企业经营管

理者评价推荐中心（以下

简称中心）是 2000年 1月

由福建省委编办批准成

立的事业单位，是福建省

最早从事中高级企业经

营管理人才评价、考试、

培训、推荐服务的专业机

构，隶属于中国海峡人才

市场。中心开展的主要

业务有：

一、提供专业化的社

会化考试服务。中心建

有社会化考试题库管理

系统和企事业单位公开

招考报名系统，拥有一支

专业的社会化考试命题、

面试专家队伍，承接省内

外机关、企事业单位委托

的命题出卷、面试遴选、

考务组织等工作。

二、提供科学化的人

才测评服务。中心拥有

专业、实用的人才测评系

统和一支专业的评价专

家队伍，具有丰富的人才

测评咨询经验，常年为用

人单位开展岗位素质、能

力素质、心理素质、就业

指导、公共职业等方面专

业化人才素质测评与专

家工作坊服务。测评业

务涵盖企事业单位的招

聘考核、选拔晋升、人事

调配、定岗安置、组织调

整、培训提升等，高校毕

业生就业、高考志愿填报

前的个人职业兴趣、职业

倾向、职业适应度测评咨

询服务，企业员工或个人

心理测评等。

三、提供个性化的管

理咨询服务。中心拥有

专业的管理咨询专家队

伍，根据客户需求，为企

事业单位提供人力资源

战略规划、组织设计、工

作分析、薪酬体系设计、

绩效考核管理、培训体系

搭建等专业人力资源管

理咨询服务。

四、提供订制化的经

营管理研修。中心整合

省内外经济、管理、金融、

人文等领域雄厚的高校、

企业的教学力量及科研

管理机构的知名实战专

家，提供订制化研修培训

服务项目；受政府有关部

门和企事业单位委托，承

办我省企业中高级经营

管理人才研修培训、企业

家人才专题研修等，致力

于培育我省优秀企业经

营管理者，提升企业经营

管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五、提供公益化的职

业经理人服务。中心建

有福建省职业经理人人

才库，开展职业经理人研

修、评价、推荐等服务，致

力于提升我省企业职业

经理人的经营管理能力。

我们的联系方式：

社会化考试服务，咨

询 顾 问 电 话 ：

0591-87383113；

人 才 测 评 、背 景 调

查 ，咨 询 顾 问 电 话 ：

0591-87383146；

管理咨询、经营管理

研修培训、职业经理人服

务 ，咨 询 顾 问 电 话 ：

0591-87383141。

办公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软件

大道89号福州软件园F

区7号楼13层（35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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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专
家在察雅县食
用菌基地指导

医疗专家在八宿县医院考察调研

闽藏协作一家亲 对口支援助振兴
8名福建专家赴西藏昌都帮扶指导

本报讯 省院士专家工作中心日前会同西藏自
治区昌都市人社、卫健、农业等部门，组织开展为期
6天的闽藏协作福建专家对口支援昌都活动。8名
在医疗卫生、农业种植领域具有扎实理论功底和丰
富实践经验的福建专家，克服因海拔高带来的身体
不适，赴昌都市进行帮扶指导。

据介绍，此次帮扶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
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人社部专家人才下
基层行动部署，发挥专家智力引领带动作用，助力
西藏昌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医疗专家先后在福建援藏工作队、昌都市茶马
广场、昌都市妇幼保健院、昌都市老干部局、八宿县
医院、八宿县藏医院等地，开展 3场义诊、2场讲座
和走访调研活动。专家根据各自研究方向，分别在
内科、肛肠科、针灸等方面进行咨询和诊疗，运用开
具处方、免费赠药、中医推拿手法和针灸等多种手
段，为干部群众解除缓解病痛。义诊活动受到当地
甚至外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大家纷纷赶到现场，请
福建专家把脉问诊。我省进藏 1年多的第九批援
藏干部，部分出现失眠、心悸、消化不良等问题，医
疗专家为他们诊疗调理，助其恢复健康。援藏干部
和当地群众100余人接受了专家义诊。

在讲座和走访调研活动中，医疗专家一行对昌
都和八宿县部分医院在医院管理、医疗护理质量等
方面进行指导，就科室打造、人才培训、对口帮扶等
事宜进行座谈交流，并就藏医药研究推广、提高藏
区多发病种诊疗率等提出建议。医疗专家还为当
地群众普及高原地区养生保健知识，提升大家的健
康意识，更新当地医务工作者的工作理念。

农业专家分别考察了察雅县蔬菜基地、吉塘农
业示范园、昌都市农科所、食用菌基地、昌都经开区
等地，对相关农技人员、种植户、企业代表等进行技
术指导和培训，帮助解决当地农业种植中遇到的难
题，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并与昌都市农科所就食用

菌栽培达成进一步合作意向。
昌都干部群众对此次帮扶活动给予高度评

价。大家认为，通过此次帮扶活动，实现了福建专
家、技术、信息等资源与昌都市帮扶需求的精准对
接，带动了昌都农业产业发展，提升了昌都医疗卫
生水平，进一步深化了闽藏协作交流。

省院士专家工作中心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活
动为契机，继续深入贯彻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
会精神和国家人社部专家人才下基层行动部署，积
极深化专家服务基层措施办法，充分发挥专家智力
作用，助力基层和对口协作省份经济社会发展。

（通讯员 禹雯）

本报讯 首届晋江智能制造创新设计大赛日前
举行线上启动仪式，正式面向全国征集机械装备领
域工业设计作品。

首届大赛以“创新驱动智造未来”为主题，以产
业战略需求为导向，按照“竞赛培养人才、人才引领
创新、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围绕装备制造业的技
术创新，打造设计创新交流平台和政产学研用合作
创新平台，从而服务本土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

大赛征集涵盖产品创新、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产品与服务相融合的系统创新设计等作品，主要包
括高端数控机床、工业智能机器人、大型工业设备、
大型工程机械、特种车辆、农机、林业、城市清扫等

面向行业的各类专用机械设备，以及智能制造系统
解决方案。

“装备制造业一直是工业设计的重点服务对
象，如何让两者进一步深入融合，是我们长期在探
讨和摸索的问题。举办此次大赛是希望为装备制
造企业和专业设计人才搭建双向对接平台，进一步
发挥工业设计在装备制造业中的重要作用，实现企
业产品差异化、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品牌影响
力。”晋江市工信局局长林永红表示。

“晋江是全省首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基地，这
次大赛的举办很有意义，也是好的契机。”晋工机械
总经理柯金 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大赛的举办，围

绕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提升行业产品差异化发
展和创新提升，打造设计创新交流实践平台，也可
以助力晋江装备制造业的创新升级。

据了解，大赛由晋江市工信局主办，晋江市装
备制造业协会承办，中国工业服务联盟作为指导单
位。大赛设置金奖 1项、银奖 2项、铜奖 3项、优秀
奖10项，其中金奖奖金1万元。

大赛采取线上报名方式进行征集，参赛者可登
录大赛官方网站“海峡国际设计网”进入大赛报名
系统进行赛事报名。大赛征集截至 10月 30日，随
后将开展初评、布展、终评、颁奖及相关活动。

（通讯员 蔡培均）

首届晋江智能制造创新设计大赛启动

本报讯 卢伟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毕
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数学系，主动入职安溪县第
一中学，成为一名茶乡教师；胡炳树毕业于福建医科大学，
研究生学历，从泉州市正骨医院辞职，毅然加入安溪县医
院……近年来，安溪县“求贤若渴”，抛出一个又一个引才
政策大礼包，吸引海内外人才纷至沓来。

温情举措引人才

在生活上，安溪县委县政府为高层次人才解决家属调
动、子女上学等问题，根据家属工作及子女就学需要，提供
就近便利设施齐全的过渡性住房，针对引进人才子女学习
进度与原学校不一致等问题，拜访名师为其进行补习提高。

据介绍，高水平高校毕业生与安溪县用人单位签订3
年以上聘用合同的，分别给予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每人
50万元、30万元、10万元的安家补贴。

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材料工程专业的博士陈
燕刚到晶安光电工作，企业马上组织到县人才服务专窗办
理人才认定登记，“50万元的安家补贴都够买房的首付
了，这对于我们刚毕业的学生来说，太有吸引力了！”陈燕
开心地说。

这些有温度的举措，释放出“满满的诚意”。据统计，
2019年以来，安溪县医院全职引进三甲医院主任医师 3
名，副主任医师2名，实用型人才11名（来自福建医科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后勤保障部队900医院、后勤保障部队909
医院、厦门市第五医院、泉州市正骨医院、漳州市第三医院
等），柔性引进省内外高层次人才4名，招聘各医学院校研
究生 65名、本科规培生 5名、本科生 23名，开展新技术新
项目78项，填补该县多项技术空白。

此外，该县从薪资、住房等多方面提高人才待遇。《安
溪县医院卫生人才全职引进/招聘实施办法》明确，给予不
同层次人才每年3万—50万元奖励性工作津贴，并根据人
才层次的不同给予免费提供三年一到三房的租房，并根据
人才上班或者孩子就学需要，给予租住在便利的新小区的
电梯房。安溪县医院实行工资总额控制，2019年全院医生
平均奖励绩效0.8—1.5万元/月，其中主任医师最高达3万
—4万元/月。医院同时确保派出人员进修、培训期间的待
遇不低于同科室平均水平。安溪县财政也每年安排专项
资金对引进紧缺急需人才、高学历人才的单位给予补助。

“溪引行动”聚人才

为了开拓引才聚才新渠道，安溪开展“溪引行动”，通
过实施名师带徒制度，鼓励高层次人才发挥“传、帮、带”作
用，有力帮扶高校毕业生创新创业创造。目前，收到首批
师徒资格审核163份，引进高水平高校毕业生52人。

“‘名师带徒’是快速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这一举措
创新了人才的培养模式，丰富了培养途径。”谈起在全县开
展“名师带徒”活动的初衷，安溪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王文龙
说，“目的就是要在全社会努力营造勤于拜师、乐于授徒、
教学相长、人才辈出的浓厚氛围，为建设‘四个安溪’提供
强大的人才保障。”

与此同时，开展高水平院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征集工作
和8期安溪籍大学生产业研学系列活动，在泉州全市率先
开展大学生毕业季直播带“岗”网络云聘汇活动，提供教
育、卫生、企业等各类岗位 2500多个，促进大学毕业生就
业。向高校毕业生发布机关事业单位招聘岗位 179个和
非公企业“溪引行动”师带徒岗位需求 56个，通过面试补
贴、实习补贴、就业补贴、创业补贴等帮扶措施，为返乡高
校毕业生提供最高21.66万元的帮扶资金。建立招商引资
与招才引智联动机制，依托9个安溪异地商会在高水平高
校或所在城市设立“人才工作联络站”，以点带面、点面结
合，编织好联动引才“服务网”。重金聘请引才顾问，通过
定期讲解人才政策、发布招聘信息、扶持在校项目、提供实
习岗位、支持返乡实践等，吸纳高水平高校毕业生26人来
安溪发展。

洪易和杨祥俊都是引进人才中的一员，来自厦门的洪
易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机械工程硕士，来自山东的杨祥俊
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生物工程硕士，他们都在今年入
职福建省中科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让他们高兴的是，安溪
对人才很重视，自己的所学能够派上用场。

安溪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友爱表示，安溪为高校
毕业生搭建施展抱负、大显身手的舞台，让各类毕业生的
智慧活力充分涌流，让识才、爱才、用才、容才的氛围充盈
社会，真正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助力人才流入转化为人才
红利，为安溪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提供了人才支撑
和智力支持。 （通讯员 陈志艺）

据经济日报报道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
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6月，全国电子社保卡
签发已经突破 2亿张。每 7位社保卡持卡人中，就
有1位同时申领了电子社保卡。

人社部电子社保卡工作负责人表示，电子社保
卡是社保卡线上应用的有效电子凭证，与实体社保
卡一一对应，由全国社保卡服务平台统一签发和管
理。

与实体社保卡一样，电子社保卡全国通用，具
有身份凭证、就医结算、缴费及待遇领取、金融支付
等功能。“实体社保卡能做什么，电子社保卡就能做
什么，而且还会增加扫码登录等电子社保卡独有功
能。”该负责人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电子社保卡上线了很

多“不见面服务”，如防疫健康信息码、返岗复工、政
策查询、各地就业；同时，通过对接国家社保公共服
务平台和人社政务服务平台，实现更多线上业务的
移动端办理，包括失业登记、失业保险待遇申领、就
业创业证查询、职业资格证书查询、技工院校毕业
证书查询、专技考试成绩查询、劳动人事争议在线
调解申请等。

随着社保卡加快步入“电子化”时代，其功
能也逐步从医保、养老领域向就业、技能培训等
领域拓展。今年 6月，人社部配合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的开展，基于电子社保卡推出职业技能电
子培训券，在 11 省份、38 地市开展试点。今年 7
月，人社部又推出“就业在线”平台，形成全国一
站式招聘求职服务入口，并通过电子社保卡提

供移动端服务。
一些地区还充分发挥电子社保卡身份凭证功

能，拓展用于智慧城市建设和其他公共服务。在
天津，电子社保卡除提供个人社保权益单电子版
查询、社保网上办事大厅查询、养老金测算等基础
社保服务，同时还提供了就业创业、劳动关系、人
才人事等多项业务的办理查询功能；海南电子社
保卡新增毕业生报到功能，毕业生可通过官方渠
道的电子社保卡界面，在线上办理毕业生报到及
未就业实名登记业务；截至 9月 19日，安徽省电子
社保卡签发量突破 1000万张，社保卡作为全省惠
农惠民补贴“一卡通”载体，实现 21类 100项惠农
惠民补贴发放。

当然，电子社保卡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实体卡

使用功能被弱化。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每个人
的偏好不同，使用习惯不同，贯通实体卡与电子卡
应用范围，让群众自主选择使用，将是人社部门的
工作目标。

电子社保卡推多项服务

温情举措引人才
“溪引行动”聚人才
安溪县多措并举提升引才聚才实效


